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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为什么选择 
VMware vSAN

原生安全性让您高枕无忧

VMware vSAN™ 为 IT 部门提供了实现混合云的无缝路径。借助跨云的一致基础架构和运维，IT 部门可以加快
运维，从而提高创新速度。vSAN 还集成了 VMware Tanzu™，为虚拟机 (VM) 和容器提供单一存储平台。

为所有应用提供单一的存储控制平面

通过 vSphere 和 VMware 
vCenter® 集成进行无缝部署、
运维和管理

vSAN 迈出了实现混合云的第一步，
并提供了开发人员就绪型基础架构

vSAN 是唯一与 VMware vSphere® 和 VMware Cloud Foundation™ 完全集成的存储软件，可实现云环境运维模式。
它支持数据块和文件存储，并将对象存储服务与技术合作伙伴进行集成，从而为任何应用提供支持。

获取对最新存储技术的支持，包括用
于关键任务应用的全 NVMe 服务器和
基于 RDMA 的 vSAN

以独特的方式通过 VMware vSphere 
Virtual Volumes™ 将 VMware 超融合
基础架构 (HCI) 扩展到外部存储

与 vSphere 和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完全集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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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Sphere/vSAN

• 利用现有工具（vSphere 和 vCenter）进行无缝部署和管理

• 针对硬件和软件使用单一生命周期管理工具

• 利用原生高可用性 (HA)、Distributed Resource 
Scheduler (DRS) 和 vMotion®

• 获取基于软件的静态数据加密和动态加密 
• 利用空间效率功能进行加密，比如去重和压缩

• 使用原生 KMS 简化安全性

利用 x86 服务器的经济优势：
vSAN 可在所有主要供应商的
服务器上运行

初始成本

传统 SAN

扩展成本

扩展成本• 较高的初始投资
• 不一致的扩展
• 复杂的规划过程

• 较低的初始投资
• 精确的纵向扩展和横向扩展
• 可预测的成效

初始成本

基于 vSAN 的 HCI

通过将存储移入服务器，
减少占地空间、供电和
散热成本

利用 VMware HCI Mesh 
实现纵向扩展、横向扩展或
添加仅限存储的集群

通过扩展来满足任何需求

64
每个集群的节点最多
可扩展到 64 个

100
每个集群的文件共享最多
可扩展到 100 个

20
每个延伸集群中的每个站点的
节点最多可扩展到 20 个

关键产品体验管理应用的性能提升 70%
 

利用 VMware HCI Mesh™ 实现纵向扩展、横向扩展或添加仅限存储的集群

要详细了解 VMware vSAN，请访问 vmware.com/cn/products/vsan。

使用传统企业级 SAN 的环境 超融合基础架构 

一种工具，一个团队

更低的成本

HCI 降低了资金开销，同时也提供了灵活性和可选性。

加快存储运维

借助由统一基础架构团队执行的简化流程，将花在常规任务上的时间减少 
50% 以上。2

根据工作负载，而非存储
硬件结构调整存储策略

加快服务交付速度并
减少人员开销

运用熟悉的可延展管理解决方案 
(vCenter)，加快学习速度

计算

网络连接

存储

“对我来说，作为一名 IT 经理，简单的管理就是 vSAN 带来的巨大附加值。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，他们至少可以维持他们的
工作效率，而这点很容易被忽视。”

— Giovanni Govaerts
      IT 经理

“从运维角度来看，[vSAN 的一组通用管理工具]大大简化了日常管理。融合和简便性至关重要。”

— Mike Howell
     基础架构服务首席团队主管 

vSAN 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他们需要的自助服务功能，同时为管理员提供了用于管理基础架构的监管能力和洞察信息。

使用通用存储策略在单一
平台上管理虚拟机和容器
的存储

与越来越多的第三方
云原生应用集成

“通过精简置备，我们可以更快地部署代码并减少错误，
并加快向客户推出新服务的速度。” 基于 vSAN 的 HCI 已被 30000 家

客户采用

根据 IDC 的报告，自 2018 年以来在
系统软件方面一直处于 HCI 系统的
市场领先地位3

在 2020 年被评为 Gartner 超融合
基础架构软件魔力象限领导者4 

  

开发人员就绪型

CAPEX 节约高达 62%1

1 2 3

“我们在一年内转而采用超融合和云计算基础架构，[成本]减少了数百万美元。”

— Matthew Douglas
     首席企业架构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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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许用户通过 vSphere 和 
vSAN 中的云原生存储为基于 
Kubernetes 的应用动态置备
和扩展持久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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